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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寻找“麒麟儿”
■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刘祥辉

我准备去上下午第一节课，正走出办公室，科代表

冲过来，差点和我撞个满怀，他气喘吁吁地说：“老师，

某某麟不见了！”

我迅速给班主任打了电话，作简短说明。马上跑

到班上找了四个孩子分了工，各自去找，而班主任则报

告了年级组长和保安，我们一起展开了校园找寻。学

生宿舍楼、教学楼、花园、音乐厅……每一处都望穿了，

还是没有。

层层向外扩展，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在

一幢教师公寓旁边，他哭成个泪人儿。班主任的衣服

全被汗水打湿了，握着他的右手；年级组长也赶来了；

我走上去，挽起他的左手。

在我们的劝说下，他动一小步，又一大步，慢慢随

我们到了办公室。关于中午发生的事，原来仅是午觉

时，自己和生活老师发生了小小的矛盾，就置气不上下

午的课，更没进教室。后来又说是因家里的事情心情

不好，但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守口如瓶，不告诉我们。

我知道他来自于一个单身家庭，一直以来，我都以

一种更像是姐姐的角色待他。总体印象里，他也蛮听

话，只是有些内向，不善于表达而已。

班主任上课去了，我把他带离了办公室，让他跟着

我去领书。我边走边“漫不经心”给他聊自己的伤心

事，真诚告诉他我是如何去面对而后坚强起来的，他依

旧不愿说出来。

我带着他去三楼的走廊上，随意坐在实验室外。

在一片开阔的风景中，他渐渐打开心扉。他告诉我，他

老家是江西九江的，现在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成都双

流。爷爷奶奶身体也不好，家里请了保姆，“爸爸”妈妈

在甘孜工作，一个月回家一次。妈妈离了婚，现在的

“爸爸”是未来后爸，他几乎不和他们交流。我问他，喜

欢和爷爷奶奶聊天吗？他说，也都不怎么说话，遇到了

事情，都写进QQ的日记里。这是一件令人很担忧的

事情。

一个“有心事”的孩子身后，果然是一个“有心事”

的家庭。

缺乏父母的爱，一个孩子在他成长历程中，会失去

多少美好的生活体验和亲近的甜蜜的家的温馨享受，

他该得忍受怎样的孤寂而又不至于心灵枯涸。万千的

老师啊，我们又该如何在他们一天一天的浸润中洒甘

露，翘首待花开。

还记得上周一晚自习前，他高兴地来到办公室，美

滋滋地说他下午上体活课时操场上发生的事：他穿了

一件嫩黄的T恤，和同学在操场上玩耍，引来了一群蚊

子的追赶，他被这突来的情景吓着了，于是赶快跑起

来，用力甩掉蚊子，在同学和他的努力下终于赶跑了蚊

子。也许故事并不动人，但他一边说一边还努力比画

着当时的动作，极力想让我感受到那时的情景，我看见

他眼里闪过的快乐在飞舞。

我为他主动与人分享快乐而感到欣喜。

有一天，我课间到教室去，他拿着本书对我说：“老

师，我说个句子你听听，然后猜猜是什么？”他眼里有得

意神色，他说：“蛇咬着尾巴。”我完全蒙圈，没有一点思

路，问，是不是脑筋急转弯？他说NO，神色骄傲。我

又假装冥思苦想，说：“还是不知道，饶了我吧，告诉我

好吗？”他一脸自豪地看着我，说：“开始是结束，结束是

开始。”我心里一惊，他怎么想到了这样一个句子呢。

不过，我用手挠了一下他的头，表扬他说：“好有哲理的

句子，好聪明的家伙！”

我已明显感觉到他最近的作业无论摘抄还是周

记，不仅能按时交，完成的质量都有所提高。

我真诚愿这个“麒麟儿”（他的名字中含有一个麒

麟的“麟”字，故取了个“麒麟儿”名）能快乐、健康成长！

我们只能陪着学生走完初中的3年，3年，或许在

他们的人生路上微不足道，但时光里的漫漫旅程，愿我

们都能成为学生心灵成长的守护者；成为学生心扉故

事的聆听者；成为他们向上向善的温暖者；成为他们爱

己爱人的力量者！助力他、成就他，多年以后，我们共

同经历的岁月沉淀凝聚的智慧，还能够引领着、激励着

他们向更高、更远的方向逐梦而去。

作业批改，一度成为学生家长与教师

的矛盾根源。其实，这一问题从另一侧面

反映出教师在作业方面所面临的压力。在

农村学校，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特异体质

学生缺少家庭监管，老师面对的不仅是作

业批改的问题，还有完成作业后的监督问

题。

“双减”政策出台，要求三年级以上学

生每天完成家庭作业的量不得超过一个小

时，一二年级学生不再布置书面作业，只布

置口头作业。面对“双减”，一些人乐了，他

们的理解是学生不再有家庭作业，课后服

务就是为了保障学生在校完成作业。但我

认为，“双减”后，教师的任务不是减轻，而

是加重。教师既要思考学生课后作业的设

置，又要综合学生家庭作业的监管，还要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学生作业的督促、批改任

务，特别是进行面批，这些无疑都是对教师

作业批改提高了难度。

开学以来，我校语文组教师通过探讨，

逐渐形成一些做法：中高年级的学生，一方

面教师要适当分解作业，充分发挥其习题

在课堂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教师要针对学

生书面作业量相对增多的现状改变作业批

改方式。

一、钻研教材和习题

部编本已经使用多年，但教学中老师

们依然习惯过去人教版的编排体系，注重

教材的分析，很少去注意课后习题的编

排。部编本语文教材，编者在每课基本都

设置了课后练习题。细研课后练习题的特

点，就会发现这些课后练习题其实是教材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编者针对课文自身

特点的知识要点、能力训练点和教学重难

点设置的相关内容。教师在布置作业时，

要钻研教材课后习题，达到精选精练。

（一）了解课后练习的编排体系

课后练习共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思考

探究，这部分内容主要围绕课文内容、情

感、主题、写法和疑难展开。二是积累拓

展，这部分内容主要是以积累、品味、拓展、

延伸为主，丰富学生的学习资料，增强学生

的应用能力，这两方面的层次是十分清晰

的。

（二）落实不同的侧重点

叶圣陶说：“教是为了不教。”针对课后

练习的两个方面，教师可以在教学中落实

不同的侧重点，以思考探究练习引导学生

预习，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批注，促进学

生对课文的理解。针对积累拓展的内容，

教师可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组织学生加强积

累理解，以课后拓展的方式应用，比如在学

习了《荷花》一课后，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观

察不同的花开放的不同情形，也可以让学

生想象如果自己也是一朵荷花会有什么感

受，帮助孩子们养成细心观察的习惯，发挥

学生的想象能力。

二、调动学生自我评价、互评的积极性

传统模式中，学校要求教师必须全批

全改作业。这样的作业批改方式往往让教

师头疼，使作业批改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笔者认为，必须改变作业的批改方式。

（一）提供学生互评的机会

中高年级，学生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

他们的内在潜力容易激发。这时，教师要

适当地给学生提供评价机会，让他们在自

评和互评中逐步学会成长，激发其活跃的

主体意识，感受到班集体中互帮互助的合

作力量。比如，抄写、默写、背诵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让学生自己先对照检查，或由同

排的同学相互检查。学生参与评改，既能

感受到当小老师的快乐，又能增强同学互

动，还可以把知识复习一遍。

再如，作文评改更是语文教师的重

点。首先，我们可以让同排同学互相阅读，

发现明显错别字的地方让其帮助圈画并指

正。接着，提高评改的难度，把本次作文的

评分要求出示出来，由学生独立评改一篇

作文，要求有勾画、有旁批、有总评、有分

数、并有签名；然后组织同学交流，说出自

己在评改中的想法；最后，小组推荐，老师

共同参与评价优秀作品并一起评选最美作

文。

（二）有的放矢促进学生互评

中高年级学生到了一定的时段，他们

会变得沉默，不喜欢发言。而对于练习册

等辅助作业的完成，学生的状况更是有很

大差别：优生吃不饱，差生跟不上。

针对如上情况，笔者常常会对练习册

进行集体讲评，并指导学生自我批改。在

评讲的过程中，教师尽量让优生展示自己

的作业，发挥优生的领航作用。学困生在

学习中最大的问题不是成绩差，而是缺乏

信心。评讲中，老师要多给他们一些机会，

激发其主动展示作业的信心。只有当学生

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时，作业批改才能

达到应有的效果。

改变了作业批改方式，这样既调动起

学生参与自我评价、互评的积极性，又实现

了学生作业的自我管理，促进作业的完

成。老师在集体评讲批改后进行全批全

改，不仅可以提高批改的效率，检查学生作

业书写的情况，了解学生完成作业的态度，

又可以为后面的个别辅导做铺垫，有的放

矢，让个别辅导更有价值。

（三）加强评价方法的指导

改变作业的批改方式，教师要加强评

价方法的指导。拿作文来说，集体批改时

我们提前要制定好评价标准：1.完成基本

字数，语句通顺可得及格分；2.字迹工整，

书写规范加3分或5分；3.有好的开头和结

尾可以加3分；4.如果自己觉得有与众不同

的地方一处可以加 3 分，优秀的同学批改

下来常常不止满分，还可以加分，这样自然

可以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热情。讲评时，写

得好的作文得到了展示，写得差的也可以

得到启示，自己也不再那么难为情。

有人会说，学生在批改中乱给分数，但

通过实践，我发现学生互评是诚实可信

的。这种评改方式可把学生由过去的注重

“形”(即分数)转而注重“质”(明白每一题的

得失)，从而更有利于下一阶段的学习和下

一阶段的测试。

三、提升课后服务质量

学生自评和互评后，教师还要进行集

体讲评。一方面对学生作业的监督管理，

另一方面可以检查学生作业的完成状况，

形成最终评价，再次落实培优补差。

说到底，作业是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创

新实践能力、思维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

教学中，老师以作业为抓手这样才能更好

地研读学情，及时反馈学生学习的具体情

况，指导他们学会正确认识自己，认可自

己，增强其学习、做事的责任意识，力争把

自己变得更优秀。

如上所述，创新作业批改方式，教师批

改作业的效率会提高，可从繁重的作业评

改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精力进一步了解

学情、制定策略，从而提升课后服务质量。

正如许大成老师所说，公开课后有的老

师选择“躺平”；有的老师选择与同行对话评

课、倾听专家说课、省察自我改课。笔者以

为，公开课后，教师更需要问学生。

首先，为什么问。公开课后，我们需要

与同行对话，听专家点拨，自我复盘，虚心向

同行、专家学习，知不足，明方向。但是课堂

是为学生服务的，我们更应该问问学生的想

法。每一节公开课，老师都会精心准备，备

课标、教材、教法、学生等。备学生，要从不

同的学生水平出发，因材施教，既要面向全

体又要分层次提出要求，努力使教学切合学

生实际。老师的教学设计是否真正具有适

切性，同行说了不算，专家说了不算，自己说

了也不算，只有学生认可，才是真的适切。

因此，公开课后，我们更需要问学生。

其次，问什么。公开课后，我们问学生

什么？一问学生重难点内容是否听懂，检验

教学主要目标是否达成。二问学生这节课

最喜欢的是什么，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三

问学生这节课最不喜欢的是什么，明确我们

迫切需要改进的地方。四问学生学习的课

堂感悟，检验学生素养是否达成。

再次，怎么问。其一，分层次问，教学要

因材施教，既要面向全体又要分层次提要

求。公开课后，问学生也需要根据学生情况

找不同层次的学生问。同一个问题不同学

习能力的学生掌握程度不同，根据平时该科

学习情况，多层次把握公开课情况。其二，

分性别问，男女学生兴趣点有差异。听过一

节公开课，老师在一个史政地班级用篮球比

赛的情境讲课，效果不理想，因为只有几个

男生。公开课问学生，也需要分性别，看教

学设计能否切合全体学生。其三，换情境

问，教学要落实高考评价体系中的“四层”，

即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

值，公开课更是如此。通过转换情境，让学

生回答，能检验是否具备知识、能力、素养。

情境可以是简单情境之间的转换，可以是简

单情境与复杂情境之间的转换，可以是良构

情境与劣构情境的转换，也可以是系列情境

的转换。

我们经常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就是要

求教师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充分考

虑学生的兴趣、爱好、需要等。公开课后，我

们更需要明白课堂是为了学生，学生的需要

是什么，学生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学习。一

节课上得好不好，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心

灵的是敏感的。学生说好的课才是真的好。

每一次公开课结束后，我们都要问一问

学生，你们有什么建议吗？你们有什么感受

吗？你们喜欢这节课吗？……唯有如此，我

们在教学路上才可能走得更稳、更快、更好。

（作者单位：江苏省昆山市柏庐高级中学）

双减聚焦 落地
理论·实践

创新作业批改方式 提高课后服务质量
■ 南江县正直镇小学 孙丽华

公开课后，教师应该做什么

信息时代，教师是否还需要上门家

访？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都没有停止

过。通过电话、微信、QQ等信息化手段

进行家校沟通，因其及时、方便、快捷，大

大节省了家校双方的时间成本。但由于

这种形式不具有人与人沟通的在场性，

老师看不到学生家庭的实际情况，其效

果自然不如深入学生家庭的上门家访。

为了检查教师是否真正深入到每个学生

家庭，部分学校采用在学生家庭住址“打

卡”的方式，甚至是“定位截图”的方式，

确认这一工作是否开展。

对此，笔者有一些不同看法。用“打

卡”检查教师的家访，关注的是教师“去没

去”家访，只要教师拿出能够证明自己到

了学生家庭住址的证据，即与学生家庭住

址相吻合的定位截图，至于进没进学生家

庭，是否真的与家长面对面沟通了，家访

效果如何？这些家访中的本源问题，在

“打卡”的过程中，常常被消解了。

“打卡”式家访，存在浪费了教师时

间、加重了不必要的工作负担问题。实

际情况中，并不是班级每个学生都需要

进行家访，并不是每个学生家庭都希望

教师家访，并不是家校沟通必须要以家

访的形式进行。当教育管理者忽视这一

现实时，一刀切地要求教师必须家访，并

拿出“佐证”材料，教师们为了完成任务，

挤出时间奔波于每个学生的家庭地址，

以完成打卡截图为主要目的，家访反而

成了次要目的。

在社会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如何

进行家访，如何避免出现形式主义的“打

卡”式家访，如何让家访回归本真目的？

需做好如下工作：

首先，要将家访的主动权交给教

师。能够对每个学生的家庭进行走访，

有助于教师深入了解学生及开展家校合

作。但是，并非每个学生都必须要进行

家访，应该把家校沟通方式的选择权交

给教师。哪些学生需要进行家访，何时

去家访？将这些自主权交给教师，提倡

家访，但不要制定诸如“在某个时间段必

须完成全员家访”等具体要求，不要将教

师是否家访纳入对教师的绩效考核，更

不要用形式主义的管理方式让教师家访

跑偏了方向。

其次，勿用凡事都要“留痕”对教师

家访进行考评。家访工作做得怎么样？

评价的依据是学生及班集体的发展情

况，而非每去一个学生家庭都要留下的

“痕迹”。注重留痕，以痕迹为依据的评

价方式是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工

作作风一旦在学校盛行，会让教师工作

侧重点发生转变。因而，要坚决摒弃凡

事都要留痕的评价方式，让教师根据班

集体实际、根据学生成长需要，选择最适

合的家校沟通方式。

再次，家校沟通的形式应多元化。

多元化的家校沟通主要有以下几种，一

是“云家访”，当家长遇到孩子生活或学

习习惯问题时，家长录制学生在家进行

相关活动的视频，与教师探讨教育问

题。当教师要向家长传授某一教育理念

时，可通过“云课堂”将该教育理念传授

给每个家长；二是通过每学期至少一次

的以班级为单位的“家长会”，实现教师

与每位家长的面对面交流；三是发挥“家

委会”在合作育人中的桥梁作用，无论家

长还是教师，在遇到教育困境，可通过家

委会进行问题反馈。

家访“打卡”看似是教师单方面应对

学校管理时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但折

射的是学校的管理理念及工作作风，而

学校的任何一种管理理念及工作作风最

终都落脚在教师及学生的成长样态上。

因而，明确家访的目的，坚决摒弃在家访

中“打卡”，让家访回归家校合作育人的

初衷，是一项重要的教育课题。

（作者系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教授）

公开课后
不妨问一问学生

■ 孙中兵

给学生说声“对不起”
■ 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五小学 周正宏

周末，我领着一帮孩子开展了“童心住在家乡里”

的研学旅行活动，班上学生全员参与。在部分家长分

工合作、全程“护卫”下，孩子们充分体验到户外研学旅

行的快乐。大家互帮互助，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团队

协作能力都得到了增强。

为了让研学活动充满趣味，其间，我们穿插了拔河

游戏，分成男女两队。没想到男生队轻松赢过女生队，

赢了第一局。交换场地，第二局“开拔”。眼看女生队

又快输了，又高又魁梧的搭档王老师自告奋勇加入女

生队，我情不自禁地加入了男生队。第二局势均力

敌，胜负难分，孩子们鼓着腮帮、咬牙切齿僵持了两

分多钟后，女生队获胜。两局下来，男生、女生平

局。然而，男生很不服气，一直用力地嚷嚷说，因为

体格健壮的王老师加入女生队的缘故，让比赛结果

不公平、不合理。以豪豪为首的同学，居然越想越

气，忍不住哇哇哭起来。

这一哭，整体氛围慢慢变坏，毕竟是二年级学生，

哭鼻子止不住，得想想办法解决。王老师上前去拉着

豪豪的手，轻言细语地给他讲道理，引导他要学会把结

果看淡一些，这毕竟只是一场游戏；要学会遇事上火的

时候，会自己调整并使用“暂停键”。眼看婆娑的泪水

慢慢收起来，可豪豪一会儿又伤心起来。

我劝说大家：游戏就是为大家增加趣味性的，不用

太过认真。……然而效果并不明显，三五男生在豪豪

同学周围也闷闷不乐。

此时，一个声音稚嫩的小男生冒出了一句：“老师，

你可以跟他说声对不起。”我问：“为什么？”小男生说：

“如果开始讲好规则，他就不会那么在乎输赢啊。”我和

王老师恍然大悟，“对不起。”三个字脱口而出的时候，

豪豪破涕为笑了。这三个字此时竟然这么有魔力！我

们都开心地笑了。

莫让“家访打卡”带偏了方向
■ 吴维煊

教育叙事

雀跃 蒲雨 摄


